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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新《体育法》）通过专设“体育仲裁”章

确立了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但新《体育法》规定有限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及“用尽内部救

济”的前置条件共同催生体育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而且，体育纠纷的内在属性要求体育

纠纷的多元解决。国际组织、域外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也说明了体育纠纷多元解决的正当

性和实效性。我国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应在集中贯彻“依法治体”的治理方针、综

合运用利益平衡原则及注重保障运动员主体权益等整体思路上，围绕体育纠纷内部解决机

制和外部解决机制的双重结构进行具体建构，实现域外经验的本土转化，进一步推动“依法

治体”的体育强国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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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establishes the Chinese sports arbitration mechanism on “Sports Arbitration” Chap‐

ter i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However, the limited

scope of sports arbitration and the precondition of “exhaustion of internal remedies” stipulated

in the Revision requires a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sports. Moreover, the in‐

trinsic nature of sports disputes also requires a pluralistic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lso illustrate the le‐

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a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s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sport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olicy of “gov‐

erning sports by law”, the principle of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

terests of athletes, and it should focus on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of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e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pro‐

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by “governing sports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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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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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为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十九届五

中全会公报将“建成体育强国”作为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将

“依法治体”作为指导思想，将“推进体育领域法治和行业

作风建设”作为政策保障，其中“建立体育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被明确列为重要内容之一。

1976年，英国召开的“大众为什么会对司法行政不满”

的国家会议首次正式确定了在诉讼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

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概念。从文化视

角来看，对于非正式主义的需求源于宗教文化（强调纠纷

应在宗教内解决以避免国家司法介入）、少数民族文化

（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行业文化（基于行业交往活动而需

要建立自治机构）等多方面的需求（西蒙 ⋅罗伯茨 等，

2011）。而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指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体

多样化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建立一个包括

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系统。

对我国而言，应该如何建构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对于此问题的回答需要从立法上寻求答案。《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体育领域的集

中体现和具体落实，是对我国各类体育权利义务关系进

行整体规范和宏观调整的基本法律依据。2022 年 6 月

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以下简称新《体育法》），并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

始实施。在整体结构上，新《体育法》新增了“反兴奋剂”

章、“体育产业”章、“体育仲裁”章、“监督管理”章等章；在

具体条文上，新《体育法》将条文数量从 54 条扩充至

122条；在主要内容上，新《体育法》修订、增加的条文规范

在 100 条以上。此次修订是我国《体育法》立法上的首次

“大改”，将全面开启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关于

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完善，首先需对新《体育

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和理解。

2 新《体育法》“体育仲裁”章的初步解读

就我国而言，原《体育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体

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这实际是一种授权国务院设立体育仲裁机构、制定体育

仲裁制度的授权型、指引型条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

只能制定法律；《立法法》第七条规定，我国法律（基本法

律、其他法律）的制定、补充和修改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由此，国务院并

无权制定体育仲裁规则。新《体育法》新增第九章“体育

仲裁”章，从立法上确定了体育仲裁制度的法律效力层级。

“体育仲裁”章由第九十一条至第一百条共 10 个条文组

成，从整体上描绘了体育仲裁制度的架构。

2.1 我国体育仲裁的立法目的、独立性原则及组织结构

首先，体育仲裁的立法目的是其立法的原始动力，同

时也指明后续规则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新《体育法》第九

十一条第一款明确体育仲裁以“及时、公正解决体育纠

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突出“及时”和

“公正”二元价值。在“及时”和“公正”二元价值的序位

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有意将体育纠纷的“及时”解决作

为先位价值，而将体育纠纷的“公正”解决作为后位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其任务是“保

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

理民事案件”，作为实体公正价值具体化的事实认定和法

律适用优于“及时”此一典型程序价值事项。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一条规定其立

法目的为“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同样将“公

正”价值置于更为优先的位置。新《体育法》第九十一条

第一款主要是基于体育纠纷对时效的特殊性需求，特别

是一些竞技领域的体育纠纷，纠纷解决的快慢、及时与否

更是被置于决定性的地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新《体

育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强调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

纷解决机制以“公平、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体育组织

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更狭义的体育行业自治，在体育

纠纷解决上，承担着更多的实体正义的责任。而体育仲

裁机制则更为强调程序正义目的的实现。但是，即便是

倡导行业自治的体育领域（包括广义上行业自治的体育

仲裁），仲裁员遵从当事人平等和仲裁程序正当也是“自

然正义”的应然要求（刘韵，2017a）。当然，“及时”和“公

正”并非绝对矛盾，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较为一致的

目标取向，现代法治理念也强调经由程序正义达至实体

正义。与此同时，需要注意新《体育法》第九十一条第一

款同时强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体育

纠纷存在大量当事人实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应注意在

制度建构上对包括运动员在内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

进行倾斜保护。

其次，体育仲裁的独立性是体育仲裁制度的立法之

基，是裁决结果能否获得当事人履行、仲裁制度能否持续

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体育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强调，体育仲裁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关于体育仲裁独立性的问题，国际体育仲裁领域权威机

构——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CAS）在 1984 年成立后，多次面临独立性的质疑，特别是

1992 年瑞士联邦法院在德国马术运动员甘德尔诉国际马

术联合会的上诉案中，认为 CAS 与作为当事人的国际马

术联合会间存在重要利害关系（CAS，2022a）。在此之后，

CAS 的发展轨迹便围绕“如何保障仲裁独立性”展开。我

国后续在制定体育仲裁规则时，应在仲裁机构的财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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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组织结构的公正独立基础上，再通过制定系列规则

保障裁决过程和裁决结果的独立性（刘韵，2017b）。

最后，新《体育法》第九十三条明确设立体育仲裁委

员会，制定体育仲裁规则，并对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方

式、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等予以初步规定。具体而言，一

方面，规定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

并在《体育法》之外另行制定专门的体育仲裁规则。对于

另行制定体育仲裁规则的原因主要有二：1）《体育法》作

为统领我国体育事业的法律，无法或者难以就体育纠纷

及其解决的所有事宜作出完整规定；2）仲裁程序是包括

仲裁主体、仲裁范围、仲裁启动、仲裁过程、仲裁裁决、裁

决执行、仲裁费用等在内的仲裁机制具体运行的系列规

则，涉及多元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跨越多个部门法，并涉及跨专业知识体系的运用，有专门

立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体育仲裁委员会由包括体育

行政部门代表、体育社会组织代表、运动员代表、教练员

代表、裁判员代表以及体育和法律专家等在内的多元主

体组成，人员结构较为多元和丰富，体现了利益相关性要

求和专业性需求。如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社会组织、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均有可能是体育纠纷的当事人和第

三人，与具体纠纷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利害关系，将以上人

员纳入体育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结构和具体范围，有利

于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基本权益。体育和法律专家为体育

仲裁提供了专业智力支持，有利于在尊重体育行业特性基

础上进行满足公平正义等法律基本价值的仲裁机制建

设。另外，新《体育法》第一百条规定适用体育仲裁特别

程序以应对需要即时处理的体育赛事活动纠纷，这涉及

未来建构特别仲裁程序、设立临时仲裁庭来有效应对和

及时解决比赛期间可能出现的相关体育纠纷。在CAS仲

裁体系中，不仅建立了临时仲裁机构，并针对其受案范

围、程序定位等进行了专门化和个别化的规定（CAS，

2021），对此可以进一步借鉴。

2.2 我国体育仲裁的仲裁程序

1）关于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新《体育法》第九十二

条以“列举条款”＋“兜底条款”＋“排除条款”的方式划定

受案范围。“列举条款”明确规定对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

赛成绩、禁赛等处理决定不服发生的纠纷，以及因运动员

注册、交流发生的纠纷，可以申请体育仲裁；“兜底条款”

规定竞技体育活动中的其他纠纷可以申请体育仲裁；“排

除条款”明确将《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所规定的相关纠纷排除在受案范围外。换言

之，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与体育相

关的合同纠纷、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以及运动员劳动争议

均不能通过体育仲裁的方式解决。CAS（2022b）规定包

括商业性质、纪律性质在内的任何与体育直接或间接相

关的争议均可申请仲裁。CAS 的受案范围整体上分为商

业类纠纷和管理类纠纷，商业类纠纷包括赞助纠纷、球员

转会纠纷、雇佣合同纠纷等在内的涉及合同权利义务关

系的问题；管理类纠纷涉及反兴奋剂纠纷、纪律性纠纷、

参赛资格纠纷等广泛领域（Jones，2020）。与 CAS 相较，

新《体育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仍相对有限。有学者建议

《体育法》应明确以“与体育有关”为界限的、广泛的仲裁

范围（李智，2022），但参与此次《体育法》修订的学者强调

体育仲裁急需解决的是其他仲裁不予受理的、不能解决

的具有体育行业和专业特色的体育纠纷，其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田思源，2022）。

2）新《体育法》第九十五条通过“用尽内部救济”原则

设定了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或者启动条件，即纠纷当事

人应先通过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在没

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或者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未及时处理

的情况下，当事人可直接申请体育仲裁；或者如新《体育

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处理决定或纠纷处理结果

不服的，可在一定期限内申请体育仲裁。需要强调的是，

“用尽内部救济”旨在突出和强调体育的行业性和专业

性，基于对体育自治的认可与保护，体育组织对体育纠纷

的优先处理成为必然，“用尽内部救济”已成为国际体育

的共识原则（于善旭，2022）。在比较法视域上，《加拿大

体育纠纷解决规则》（2015 Canadian Sport Dispute Resolu‐

tion Code）第 3.1 条同样明确必须先用尽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体育运动项目众多，各项目纠纷产生原因存在差异、

对纠纷解决程序需求不一，规定以“用尽内部救济”原则，

一方面可以保证体育行业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可

以满足纠纷解决的专业性需求。从其更为扩散的作用来

看，“用尽内部救济”条款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体

育协会内部纠纷治理的法治化发展。

3）关于体育仲裁裁决的效力。裁决效力可以具体化

为裁决的确定力（包括但不限于既判力）和执行力，裁决

的确定力和执行力强调裁决结果的稳定性和可实现性。

在裁决的确定力上，新《体育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了体育

仲裁的“一裁终局”效力，即经过仲裁裁决的体育纠纷不

再具有可仲裁性和可诉性。“一裁终局”可以保证体育仲

裁机构的权威，也契合了体育纠纷解决的时效性要求。

执行力属于执行名义所具有的通用效力，是通过强制执

行来实现包括法院裁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所确定内容的

效力（肖建国，2020）。新《体育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当

事人可以向法院就未获得履行的裁决申请执行，这与《仲

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法院执行的条款类似。申

言之，体育仲裁裁决作出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仲裁裁决书作为执行根据申请法院执行。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申请法院执行时，需要明确执行法

院、执行标的等问题。其中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体育仲

裁裁决书为执行根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标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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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根据新《体育法》第九十二条所规定的体育仲裁的受

案范围，即体育仲裁机构可受理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

成绩、禁赛等处理决定及运动员注册和交流相关纠纷等，

那么财产、人身和行为均可为执行标的，后续需要在理论

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体育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予

以类型化和规范化规定。

4）关于体育仲裁的外部监督。新《体育法》第九十八

条规定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在一定情形下可以撤销

仲裁裁决。虽然体育行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要求包括体育

仲裁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以保障裁决结果的专业性和

时效性需求。但体育仲裁的裁决结果直接关涉当事人的

财产性权益、人身权益等，特别是兴奋剂纠纷的裁决结果

可能影响涉案运动员的名誉权、劳动权、身体健康权等。

由此，在一定的情况下，应赋予受到仲裁结果影响的当事

人以一定的救济权，换言之，赋予外部主体以一定的监督

权。体育仲裁并不绝对排斥司法，司法审查有利于保障

体育仲裁的公平性；司法应在尊重体育仲裁基础上，对特

殊事项予以审慎介入（李智，2022）。即便在 CAS 仲裁体

系下，国家法院也可以介入到违反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保

障的 CAS 仲裁裁决中（Mitten，2009）。新《体育法》第九

十八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当事人在特殊情形下可向法院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从规定的情形来看，如果仲裁裁决

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严重的程序错误、仲

裁员违背职业操守等伦理问题以及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的，法院可要求仲裁庭重新仲裁或者撤销原仲裁裁决，以

上情形是对较低程度的正义价值或者对“自然正义”的违

反，自然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只有

达到严重程度的程序错误方可撤销裁决，这也遵循了比

例原则或者利益衡量原则的要求。

3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建构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体育仲裁兼具行业性、时效性和正义性，新《体育法》

专设“体育仲裁”章，突出了仲裁对于体育纠纷解决的重

要意义。从更为深层和具体的层面来看，体育仲裁纠纷解

决方式的确立实际上对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提出了更

为现实和具体的需求。而且，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还与体育纠纷自身的特性紧密相关。另外，

比较法经验亦为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

力支撑。

3.1 与新《体育法》进行衔接的要求

新《体育法》删除了原《体育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

仲裁”的规定，表面上似乎排除了调解解纷方式，但原《体

育法》第三十二条在实践中存在“僵尸条款”和“法院规避

适用”的问题，其并未产生解决争端的实效，而新《体育

法》实际上对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提出了实质

需求和要求。

1）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有限，难以完全满足我国体

育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体育纠纷是在体育活动中以及

解决与体育相关的各种事务中，各种体育活动主体之间

发生的，以体育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郭树理，

2004）。张笑世（2005）认为，体育纠纷大体可分为劳资纠

纷、转会纠纷、参赛资格纠纷、兴奋剂纠纷、管理处罚纠

纷、竞赛成绩纠纷等类型；黄世席（2003）将体育纠纷分为

体育商业性纠纷、体育劳动纠纷、体育组织纠纷和体育处

罚纠纷。尽管不同学者对于体育纠纷的类型化认识存在

差异，但理论和实践中体育纠纷的外延均远大于新《体育

法》所规定的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包括当前时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运动员和俱乐

部间的劳动纠纷等，均被新《体育法》排除在体育仲裁的

受案范围之外，这些纠纷的解决，仍需通过当事人和解、

第三方调解、劳动仲裁、司法诉讼等非仲裁方式。

2）启动体育仲裁的前置条件要求相关体育组织建

立和完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一方面，新《体育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明确要求包括单项体育协会在内的体育组织建立和

完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行业内部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

将得到有效发展。另一方面，体育纠纷的“内部救济”主

要包括和解、行业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全国

32 个单项体育协会中，有 10 个建立专门的协会内部纠纷

解决机构（于善旭，2022）。以中国足球协会的仲裁委员

会为例，其处理纠纷的相关条款主要体现在《中国足球协

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

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中。这些内部纠纷解

决方式大多存在规则粗略、不同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差异明显等问题（刘迎 等，2022）。以《工作规则》为例，首

先，从体例上而言，除附则之外的具有实质性的规则结构

仅包括总则、程序和裁决三部分，仲裁机构问题、裁决协

议问题、裁决执行问题等仲裁基本机制杂糅于上述三部

分中，采用比较简略的方式对重要问题予以了规定。其

次，从具体条文而言，规定设置较为笼统。如《工作规则》

在第 13 条、第 14 条仅规定当事人对申请或答辩所依据的

事实负举证责任、仲裁庭在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

据，但并未规定证据质证程序。对于具有较强专业性的

体育纠纷而言，亦未明确包括专业人士、鉴定人等在内的

其他主体有无参与程序可能，以及如何参与、参与人的地

位等问题。中国足球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外部监

督机制缺失、内部救济机制不足、仲裁机构独立有限等法

治化不足的问题（赵毅，2020）。新《体育法》确定的“用尽

内部救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倒逼我国单项体育协会

等体育组织制定和完善符合本协会体育项目特点、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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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展需要的各类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这为我国体育

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提供了契机。

3.2 满足体育纠纷自身特性的需求

体育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存在内容专业性、程序时效

性和纠纷修复性等特点。1）内容专业性是体育行业属性

在体育纠纷中的集中体现。体育纠纷类型繁多，部分体

育纠纷具有较强的行业属性，比如参赛资格纠纷、兴奋剂

纠纷、管理处罚纠纷、竞赛成绩纠纷等，其权利义务关系

的认定均涉及不同利益价值平衡。2）程序时效性强调的

是当事人对于体育纠纷解决程序的时间效力的追求。申

言之，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二元价值中，竞技领域的

各类纠纷对以时间成本为主要内容的程序正义的需求更

为强烈，有“时间即正义”之感。3）纠纷修复性强调的是

当事人要求裁决过程和裁决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修复性。

换言之，相较于一般社会纠纷，体育纠纷当事人之间具有

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联系，双方当事人即便在某一阶段

在某一具体事项上存在利益冲突，但也难以排除未来继

续合作甚至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可能，体育领域各方主体

对和解、调解等非正式的、缓和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推

动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思和发展。综上，对于体育

纠纷的化解而言，其无法或者难以完全遵循一般社会纠

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更不能完全依托于单一的纠纷解

决方式。基于体育具有从形式内容到性质关系的多样

性，采用多元化方式解决体育纠纷具有必然性（于善旭，

2022）。

3.3 体育纠纷解决的国际经验说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

要性

国际化和全球化是 21 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这在体育领域特别是体育产业和体育竞技领域表现明

显。体育具有天然的全球化、国际化属性，国际体育法治

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使得各国体育法自然而

然地具有一些相似性（姜熙 等，2014），而且体育纠纷的解

决具有很强的国际性与跨国性（马宏俊，2022）。无论出

于与国际衔接的目的，还是出于科学化设计的目的，我国

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本土建构均应参考和借鉴国际相关

组织和域外相关国家的成熟经验。

1）从国际层面而言，包括 CAS 在内的国际体育纠纷

解决机构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体育纠纷解决的原则和规

则。一方面，从仲裁规则上而言，CAS 制定了较为完整的

仲裁规则体系，如制定了《CAS 体育仲裁规则》（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AHD 仲裁规则》（Arbitration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CAS ad hoc division）、《ADD 仲裁规

则》（Arbitration Rules-CAS Anti-Doping Division）等，内容

涉及仲裁申请至仲裁裁决的作出和执行全流程，还规定

了与仲裁相关的其他管理性、事务性规则。另一方面，

CAS 规定了调解机制以及具有纠纷预防功能的法律咨询

等。《CAS调解规则》（CAS Mediation Rules）所规定的调解

主要是解决合同纠纷，纪律性纠纷、比赛性纠纷一般不适

用调解纠纷解决方式。虽然CAS将调解定性为不具有实

质约束力的非正式程序，但调解程序的开始、调解员的选

择、调解方式的选择、调解程序的终止等事项均赋予当事

人较强的参与和决定权利，而经由当事人实质参与形成

的调解协议，往往具有更强的主动履行可能，因此调解书

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实质拘束力。由于CAS调解机制在部

分案件中具有相对优势，许多国际和国内体育组织逐步

在其内部章程中纳入调解机制（Blackshaw，2003）。此外，

CAS（2022a）还设置了咨询程序，为个人和组织解答法律

相关问题，对于具有专业壁垒的法律知识体系而言，法律

咨询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纠纷预防功能。

2）从域外国家层面而言，域外多国在本国《体育法》

等相关法规中专门设置了“体育纠纷解决”章节（姜熙，

2019）。如澳大利亚颁布了以“为体育纠纷的解决提供有

效、高效、独立、透明和专业的法庭”为目标的《2019 国家

体育法庭法案》（National Sports Tribunal Act 2019）。该法

案历经两次修改，现行版本的第三部分详细规定了国家

体育法庭的纠纷解决程序。在初审阶段，设置综合部门

（General Division）和反兴奋剂部门（Anti-Doping Division）

分别受理非兴奋剂相关纠纷和兴奋剂相关纠纷。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综合部门的纠纷解决方式整体上分为仲裁

程序和 ADR 解决程序两个部分。根据澳大利亚《2019 国

家体育法庭法案》第三部分的相关规定，ADR程序包括调

解、和解和案件评估 3种方式，并列明ADR 程序的适用条

件、参与主体、程序进行过程等。关于ADR的适用纠纷类

型，该法案第 25 条、第 26 条总体上规定了弹性的范围，除

兴奋剂类纠纷外，其他类型的体育纠纷在满足一定的条

件下，均有适用调解、和解和案件评估等纠纷解决方式的

可能。

4 我国建构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整体思路

我国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包括新《体育法》第九

十三条授权制定的体育仲裁规则、各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

解决机制等在内的规范体系。在具体设计各项规则前，需

要明确建构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整体思路，以及在

遵循该思路基础上，厘清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整体结构。

4.1 集中贯彻“依法治体”治理方针的思路

纠纷解决是“依法治体”的集中展现，体育纠纷解决机

制不健全是我国当前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突出问题（马宏俊，

2022），而“依法治体”在体育纠纷解决领域的逻辑展开就

是规则化、平等化和公开化。规则化强调纠纷解决机制规

则本身的妥适化；平等化主要强调处于对立面的当事人之

间的地位平等和权利义务平等；公开化则是基于外部监督

的角度强调纠纷解决机制应满足制度公开、过程公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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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公开。对于不同类型的体育纠纷，公开化程度应予以

不同设定，甚至在某些类型案件上应保持相对的“封闭

性”，如部分纪律性纠纷，需要进一步予以个别化设计。

4.2 综合运用利益平衡原则的思路

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应注意运用利益平衡

原则。一方面，体育纠纷涉及到的利益冲突较为复杂和

多元，在不同性质的体育纠纷中，可能涉及生命健康权、

劳动权、财产权等权利之间的权衡和取舍。对于一些纠

纷，可能还涉及国内与国际不同价值体系的衡量。另一

方面，利益平衡原则也包括行业内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与行业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平衡和协调、国内体育

纠纷解决机制与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平衡和协

调，以及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4.3 注重保障运动员主体权益的思路

坚持对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主体的权益保障。首

先，对当事人一般权益的保障。这里主要赋予当事人以

正当程序权利，使其享有程序自然正义所强调的参与权、

辩论权、举证权、异议权等。以参与权为例，当事人的程

序参与是包括辩论权、举证权、异议权等权能的抽象化前

提，能否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程度如何等直接影响裁决

结果。即便是兴奋剂纠纷的体育仲裁过程，也应给予当

事人充分的参与权（刘韵，2018），这是体育强国建设背景

下“依法治体”的基本要素。其次，对作为弱势群体的运

动员当事人权益的特殊保障。这里主要是从矫正正义或

补充正义角度展开，强调从形式层面的规则正义转向实

质层面的裁决正义。申言之，对于包括运动员在内的弱

势群体，当其争议的对方当事人为体育协会、体育管理者

等权力机构时，应给予必要的程序扶助和制度偏向。如

CAS 在 2013 年颁布的适用于普通程序和上诉程序的

《CAS 法律援助指南》（Guidelines on Legal Aid before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即强调为“没有足够经济能

力的个人”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弱势群体特别是运动员

个人实质参与纠纷解决程序，宜于纷争事实的厘清和权

利义务关系的界定。

5 我国建构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双重结构

对于纠纷多元解决方式应保持开放态度，包括当事

人和解、调解、体育组织（或者体育管理机构）内部纠纷解

决机制、国家司法诉讼机制、仲裁纠纷解决机制等，甚至

是具有纠纷预防功能的法律咨询等均可被纳入体育纠纷

解决机制中。我国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需要

明确体育纠纷内部解决、外部仲裁与诉讼关系，构建包

括调解、仲裁和诉讼在内统一完整的体育纠纷解决制度

（马宏俊，2021），从比较法角度而言，各国体育纠纷解决

实践也出现了内外结合、多元发展的趋势（郭树理，

2004），顾名思义，内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整体上包括

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外部纠纷解决机制两方面的架构。

对于内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解又可围绕概念和

范围、区别和衔接等方面具体展开。

5.1 内外结合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和范围

内外结合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指的是体育纠纷内部

解决机制和外部解决机制的有机融合，是通过体育组织

系统的内部处理，以及体育组织系统之外的外部纠纷解

决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体育纠纷。如图 1 所示，整个同

心圆代表的是体育纠纷解决的内部层级，处于同心圆外

部的方形框则表示体育纠纷解决的外部层级。

体育纠纷内部解决机制指的是图 1 中同心圆所呈现

的各层级。在同心圆内部，圆心处代表体育纠纷，从圆

心向外逐级扩张，体育纠纷分别经由以体育协会为典型

的第一层级、以体育管理机构为典型的第二层级处理。

从外部视之，由体育协会和体育管理机构等组成的同心

圆代表了体育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的专业性、独立性和自

治性。但从内部观之，即便同处于体育行业体系中的体

育协会与体育管理机构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层级性和区

隔性。申言之，第一层级代表了具体单项体育协会在单

项体育项目纠纷解决上的自治，这具体体现在协会内部

的纠纷解决机构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上，如中国足球协

会的仲裁委员会及《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

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国篮球协会的仲裁委员会及

《中国篮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

件。第二层级代表了体育行业自治，主要指的是体育管

理机构成立和制定的体育纠纷解决机构及其纠纷解决

机制。而新《体育法》所规定的体育仲裁即属于第二层

级体育管理机构范围内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本质上仍属

于体育纠纷的内部解决机制，只是相较于第一层而言，

其具有相对独立性。一般而言，体育管理机构等在内的

第二层级应首先尊重体育协会自治，只有在用尽体育协

会内部解决机制且属于体育管理机构处理事项的纠纷

才能外溢至第二层级解决。否则，体育协会内部的纠纷

解决就具有一定的终局性。这也是有学者采用狭义的

“内部”概念，即将体育协会视为“内部”，将体育仲裁作

为“外部”的原因（于善旭，2022）。另外，体育协会内部

仲裁作为协会内部的自我纠错机制（李智，2022），其公

正性及效力一直存在争议，这也是第二层级可以介入的

正当性原因之一，第二层级对第一层级也具有监督性。

体育纠纷外部解决机制主要指的是体育行业之外的

具有纠纷解决权力的机构，最为典型的即为法院。从同

心圆结构可形象地理解体育行业的封闭性，其他外部机

构对于体育行业本体领域的介入呈现出被动性。作为国

家司法机关，法院对于体育纠纷的介入应更为谨慎。“具

有权威性、强制力的司法裁判由此也被限定在只能依照

既有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给出‘分利’的方案”（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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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诉讼并非解决体育纠纷的最优方式。整体而言，我

国法院一般不应轻易介入体育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也多通过

不予受理等程序性决定将体育纠纷排除至实体审理之外。

无论是基于体育行业独立性和自治性要求，还是基于“便利

主义”理念，由最接近和最了解纠纷本身的主体来处理纠纷，

应是最为经济的方式，也符合体育纠纷的本质属性。新《体

育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撤销体育仲裁

裁决，实质上法院对于体育纠纷的介入处于辅助地位。司法

诉讼作为典型的外部纠纷解决方式，其对于体育纠纷而言，

具有介入条件性、性质补充性、功能监督性等属性。

5.2 内部和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的区别和衔接

对于内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区别，内部体

育纠纷解决机制强调行业性和独立性。体育纠纷相较于

一般社会纠纷，具有较强的技术专业性；体育纠纷当事人

相较于一般社会纠纷当事人，其具有身份关系的紧密性

和社会关系维持的需求性；特别是竞技型体育纠纷相较

于一般社会纠纷，更强调纠纷解决的时效性和快速性。

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强调“最低限度”的公正价值，即

在尊重体育行业自治基础上，保障普遍的正义理念在体

育纠纷解决程序中得以落实，如新《体育法》第九十八条

规定的法院可撤销体育仲裁裁决条款中的诸多事项，实

际上是对正义价值最为明显的减损和违反。内部体育纠

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行业属性是其解决体育纠纷的优

势，但同时也由于其强烈的行业属性而易产生对其公正

性的质疑。即便是处于第二层级的体育管理机构设立的

如体育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本质上仍隶属于体育行业

内部，其组织构成和运行资金来源等都可能依托于体育

协会、体育组织等权力主体。当双方当事人分别为运动

员和体育组织时，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作出的裁决就存在

偏向性的质疑。如果纠纷无法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中予

以妥适解决，特别是出现了严重违背朴素正义的事项，那

么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就应承担纠纷解决和对内部纠

纷解决机制的监督职能，这亦是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对于内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衔接而言，其

一，内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具有优先性，这是体育

行业自治的要求，也是体育纠纷解决特殊性的要求；其

二，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介入应在已用尽内部体育

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在行业自治和自然正义

等具有一定的张力的不同价值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内部

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体育纠纷的专业

性要求、体育纠纷当事人的关系维持要求和实效性需求，

其对于体育纠纷的解决应当是基本的和前提性的。而外

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致力于体育纠纷的最终解决和对内

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监督，其对于体育纠纷的解决应

当是补充性的。换言之，司法救济是其结构上不可或缺

的终端环节，但不应将其设定为必经的程序环节，更不能

将其视为实现法治理想的最佳方案（张春良，2011），司法

救济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补充地位和监督功能尤为

明显。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非

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尤其在体育纠纷的解决上

更应当重视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作用（高升 等，2011）。总

之，体育纠纷内部解决机制和外部解决机制共同推动体

育纠纷的妥善解决。

5.3 内外结合双重架构下的不同纠纷方式及其选择

在体育纠纷内部解决机制和外部解决机制的整体架

构下，需要辅以多元的解决方式予以具体化。各纠纷解

决机制具有其自身特色和优势，如和解依赖于当事人双

方的主观纠纷解决意愿和客观交往行为，其纠纷解决过

程具有平和性特点，更容易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二层级
体育管理机构

 
 

体育
纠纷

 

 

监督

被监督

第一层级
体育协会  

作为补充方式的外部纠纷解决机制  

 

 

 

法院  

......
 

 作为主要方式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图1 内外结合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Figure 1.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of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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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德高望重的第三方主体的组织下进

行，比较容易形成符合当事人意愿同时又具有一定主观

约束力的解决结果；体育协会内部仲裁和体育管理机构

的仲裁具有较强的体育领域专业性，更能满足体育纠纷

解决的时效性需求。而诉讼作为国家公权力介入体育纠

纷解决的一种方式，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一般而言

具有最强的公正性和强制效力。当然，不是所有类型的

体育纠纷均可在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中予以选择适用，如

纪律性纠纷具有较强的体育行业利益或者较强的人身属

性，纠纷当事人的处分权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对于此类纠

纷不能采用和解、调解等任意性和非规则性特征明显的

方式进行；非纪律性纠纷具有较强的私益性，可赋予纠纷

当事人以更多的主体权利，如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和程序控制权的和解、调解等可予以适用。

6 结语

体育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体育纠纷解决集中体现了体育法治，是“依法治国”

下“依法治体”的具体进路。新《体育法》“体育仲裁”章所

涉内容整体上主要包括“内部机制完善”和“外部机制协

调”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涉及体育仲裁组织机构建设、人

员配备、规则完善等内生性内容的规定，后者主要涉及体

育仲裁机构与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的规定，如体育仲裁启

动的前置性条件涉及体育仲裁机构与体育组织的关系；

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体育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问题、裁

决的外部监督条款等，则涉及体育仲裁机构与体育组织、

法院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新《体育法》“体育仲裁”章以原则性和统领性的规则

为体育仲裁具体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法源基础，其意义不

仅在于从国家法律的效力层级上确立了我国的体育仲裁

制度，更为建构和完善体育仲裁机构和机制提供了立法

基础和具体指引。在体育强国建设背景及新《体育法》实

施背景下，建构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成为践行“依法治

体”的进一步方式。未来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应以建构完备的内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设置与国际

接轨的体育纠纷解决制度、制定多元化的体育纠纷解决

机制为具体路径。新《体育法》作为体育行业的根本法，

为后续包括体育仲裁规则在内的体育纠纷解决规则的制

定和完善提供了法源性参考和原则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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